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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本報訊】2日下午於外語大樓FL501舉
行「淡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啟
用典禮，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揭牌，秘書長何啟東、稽核長白
滌清、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許輝
煌、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國際研究學院院
長王高成、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研發長王
伯昌、教務長鄭東文、學務長林俊宏、總務
長羅孝賢、資訊長郭經華等一、二級主管出
席。
　為落實「107-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之「在地實踐成就使命」面向，達成「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的目標，本校特別設置「淡
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由學術
副校長葛煥昭主持，負責推動相關計畫。葛
煥昭致詞時感謝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提供優質
空間，以及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協助進行空
間規劃；設置這個辦公室，除了可以有專責
人員處理相關業務推動工作，也希望可以

當成創客基地，提供相關人
員工作及討論、腦力激盪之
用；另外辦公室也規劃展示
區用來展示相關推動成果，
希望在12月6日第二階段校務
評鑑時，可以有足夠的成果
呈現。隨後由黃瑞茂介紹辦
公室空間規劃，分成三個空
間，分別提供行政、討論交
流，以及成果展示使用，希
望能夠將空間充分利用，呈
現最好的效果。
　「在地實踐成就使命」面
向預計推動12個執行方案，
其 中 「 系 系 服 務 ， 學 用 接
軌」、「化學深耕、科普推進」、「淡水老
街、載動藝文」及「深耕林美，在地國際」
均與大學社會責任（USR, University Social 
Relationship）有關，規劃透過本校「專業知

能服務學習課程」的實施、化學車結合多樣
化的科學教育題材、緊密結合淡水區域內相
關資源形塑文創學園、以及前進宜蘭縣礁溪
鄉林美社區建置國際生態村等，讓學生在執
行中獲得啟發與實踐，達到預期目標。

時任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 杜明翰

用更寬闊的觀點看待事物，人

在社會上，會碰到很多狀況，當

然也有困難。遇上難題、失意的

事情，要用積極進取的態度去面

對。

　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5月2日落幕，本校代表隊榮
獲4金6銀7銅，在全國145所大專院校中，排名第24名，在不
含體育科系之私立校院則是排名第四名。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此次全大運賽程適逢校內舉辦期中
考週，同學們還是拿出最好的表現應戰，我想這種毅力與運
動精神是最難能可貴的！同學們的表現可圈可點。」游泳項
目中，同時拿下「一般男生組游泳100公尺自由式」和「一

般男生組游泳100公尺蝶式」亞軍的資傳三康豪分享，「這
次能拿到金牌要歸功於老師平時對我們的訓練，還有3位隊
員們的努力。我在兩年前的大專盃因意外與獎牌擦身而過，
這個遺憾成為我訓練自己最大的動力。今年終於奪下金牌，
我想告訴學弟學妹們，永遠不要放棄，一定要設立目標，並
且竭盡所能去達成。」（文／邱筱涵  圖／體育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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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只有一次的POWER」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人資處職
能福利組於4月30日，邀請到著名學者、臺灣
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李錫錕蒞校，以「生命
只有一次的POWER」為題，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進行演講，為校內行政人員講授職能培訓課
程。
　李錫錕首先以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雖年屆
90高齡，卻仍放眼未來的故事破題，強調善加
利用時間與生命的重要性。他透過奧運紀錄被
一再刷新的經驗，以及科技對於微觀世界的看
法指出，生命或時間的量雖是有限，然而人可
以透過努力放大這些有限的空間，使生命尋找
到其著力點，而一切科技的觀察進步不外乎
即是人對於自身生命觀察的進步。切割理想而
去實踐，李錫錕以英文dream（夢）以及duty
（責任）相關概念解釋，實現自我、圓滿夢想
並非向他人交差的「義務」，而是對自己生命
交代的「責任」。而圓夢的方法，該當用自己
的靈魂來統治肉體，堅忍不拔的靈魂，才能造
就卓越不凡的未來。
　本次職能培訓課程共有約120餘名校內二級
主管參與。其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秘書林恩
如對此次課程的表示，李教授在演講中提及的
責任、夢想概念，自我價值體現、對人生的掌
握，以及驅動靈魂去行痛苦事務而致改變，對
個人實現自我應用觀念，有莫大助益。感謝學
校舉辦此講習，使自身將從以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態度來重修審視人生。

職能培訓課程

　　【本報訊】本校水利工程系（現水環系）
校友蔡復進4月24日接任高雄市副市長。蔡復
進是出身於高雄大樹區的農家子弟，大學畢業
後即回家鄉服務，曾任原高雄縣政府農業局漁
業課課長、工務局技正、農業局局長、農業處
處長，曾一度到臺日合作的民間海底電纜公司
擔任主管，在高雄縣市合併後被延攬入市府團
隊，一直擔任農業局局長。高雄市代理市長許
立明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不論是推動產銷
履歷認證、一日農夫體驗、型農培訓並塑造品
牌等政策，蔡復進對於農業經濟推動、行銷，
成效良好。」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啟用接任高雄市副市長
校友蔡復進

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本校代表隊榮獲4金6銀7銅4版

　「107-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在地實踐成就使
命」面向，達成「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的目標，本校特別設置
「淡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攝影/吳冠樑)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外國語文學院
與日本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於上月28日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外語教育與在地
文化」論壇，包括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日本
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部長山內信幸、淡水
社區大學主任謝德錫，以及兩校師生近百人參
與，會中另安排日文系副教授李文茹進行同步
口譯，協助與會者更了解相關內容。
　陳小雀致詞時表示，此次的論壇主題，是希
望能從本土文化重新思考，不再單一以一個國
家的語言或是文學作為研究，而是能夠擴及到

不同的領域以及文化，她特別感謝羅
蒙德先生提供以柯設偕先生（馬偕博
士外孫，同志社大學預科畢業）的鐵
道文學為素材，成為此次論壇的靈感
發想，這些作品也正如一列火車從在
地開往國際，結合科技與人文，並且
激發出外語學院老師們的研究靈感。
她接著說明此次論壇的緣起，去年4月

帶領院內同仁前往同志社大學參與「全
球化下的外語教育，從台灣看世界，從
日本看世界」論壇，當時雙方交流甚

豐，於是今年再度於臺灣舉行，希望能帶來更
多文化與學術研究的經驗分享。
　本次論壇由謝德鍚以「社區大學在產業古
蹟－淡水社區工作的實踐及反省」為題，講述
一系列有關淡水在地的文化經營，以及深耕
淡水在地文化、以及發掘出殼牌倉庫－也就
是現今淡水社區大學的所在地的歷程；山內
信幸則以「国際化」から「グローバル化」
へ、そして「グローカル化」へ―「人際化
(humanization)」を起点として」（從國際化走

向全球化，進而以人際化為起點，朝全球在地
化邁進）進行專題演講，講述現今全球社會的
發展現狀，然而這個發展最重要的關鍵是為
「人際化」，要促成這樣的發展，人和人之間
的理解與交流是最為重要的。會中另有兩校師
生，針對包括「《火車優先通行》中的象徵意
涵」、「國際化與在地化: 以淡水國際詩歌節
為例」、「明治維新以降の日本歌謡曲の旋律
の構造分析」等不同的文化主題進行35篇論文
發表。參與此次論壇的日文系副教授廖育卿表
示，就學術來說，部分的論文發表以嶄新的角
度及大數據的應用來分析文化及文學專門知
識，對她是一種新的觸發，也提供參與的學生
不一樣的學術思維，拓展了他們的學術視野；
就文化交流來說，同志社大學本來就是日文系
重點交流的學校之一，經由此次的合作，相信
對兩校之間的關係及交流會更有幫助。日文二
許雅涵則分享「透過這個論壇讓我更加了解淡
水這塊土地，同時會議中的同步口譯也讓我見
識到翻譯時的應變能力，這些都讓我大開眼
界。」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於5月4日舉辦「淡江大學106學年度五虎崗
論壇－課外學習能力評量研討會」，學務長林
俊宏、課外組組長陳瑞娥，以及國內大專院校
的學務工作者等約75人一起共襄盛舉。
　林俊宏於始業式致詞表示，「今日有優美的
淡水風光為研討會揭開序幕。我們參考國內外
課外學習理論及社團運作方式，積極培養學生

撰寫企劃案、團隊合作、領導能力等。
由於課內外學習相輔相成，所以強化評
量指標、建構課外活動方案的應用相當
重要，透過此次研習聚集學務人員與課
程講師，希望一同探討與設計課外學習
量表的構面，彼此交流專業能力和分享
經驗。」
　會中，邀請到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
理事長蔡志賢以「課外學習能力指標建

構」為題演講，他說明以往校務研究系統缺乏
學生生活化的數據，所以未能全面反映出學生
進入大學後的實況。蔡志賢歸納分析國內外學
者理論輔助說明，整理出8項課外學習的重點
核心能力，例如問題解決能力、溝通表達能
力等，建議依年級進行前後測量，收集數據形
成資料庫；針對大一至大四設計探索、成長、
跨越、統整之相應課程，讓學生從實務中培養

能力；其後再針對回饋評量進行交叉分析能力
的「重要程度」與學生應「具備程度」兩項，
便能檢視學生的成長，並揚長補闕，期以完善
下一個方案。　「過去辦學強調經驗與熱情，
但資訊時代的來臨，我們需要從理論和方法中
汲取能量，與時俱進地輔助學生。」蔡志賢指
出，課外學習不只有社團活動的經營，校園環
境的形塑、學生自治的自律等，只要是學生經
由投入而獲得成長，均可謂之課外學習。
　來自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課外活動指導
組辦事員陳竹君說：「講者提到數據統計分析
的部份，其實是我們可以增強的地方，因為透
過這項機制評估，學校和學生都能意識到自身
的不足，進而能擬對策來改善，課外活動組也
能檢測方案的成效，這是很值得學習的地方。
期待未來能將這些想法實踐在社團活動中，讓
同學能在社團中快樂學習。」

優久大學聯盟國內交換生徵選計畫

外語教育與在地文化論壇 本校與日本同志社大學共駛「國際列車」

五虎崗論壇 研討課外學習能力評量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以「跨域創
新、接軌世界、多元學習、永續教學」為宗旨
的優久聯盟，107學年度國內交換生徵選計畫

正式開跑了! 依據107年1月17日簽訂
之優久聯盟大學國內交換生合作協議
書辦理。將由12所私立大學，提供將
近660個名額，其中包括:本校、臺北
醫學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世
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中國
文化大學、中原大學、大同大學、逢
甲大學、靜宜大學。
　本校業務承辦人註冊組專員簡文慧
表示:「這是優久聯盟第二屆國內交

換生計畫，歡迎本校學生踴躍爭取報
名。」凡是本校學士班一至三年級學生（不
含進修學士班）及碩士班一年級學生，皆可

辦理本計畫，申請表經導師、系(所)主管簽准
後，併同歷年成績單正本於107年5月14日(一)
前，逕送至教務處註冊組。各校系(所)名單及
申請條件可洽網址:(http://u9.tku.edu.tw/event_
detail.cshtml?event=4FBE8FD473E695C9)。申請
人經錄取後，需另繳交申請學校所需之各項文
件，經交換學校審核通過後始為交換學生。交
換學生於交換期間仍應辦理本校註冊手續並繳
交全額學雜費，並需於交換期間結束後回本校
繼續就讀至少一學期。申請相關事項可至教務
處註冊組網頁「最新訊息」查閱，錄取名單將
於5月25日(五)公告。

傑出香港學生獎勵計畫申請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由
臺灣各大學香港總會所舉辦的第六屆傑出香港
學生獎勵計畫申請開跑! 為獎勵學行優良、參
與課外活動有優秀表現的在學港生，因而設立
《在臺大學傑出香港學生品學獎勵計畫》。
　本計畫設立「品學兼優獎」、「傑出領袖
獎」兩個獎項，申請者必須為大學部學士班二
年級或以上(不含研究所)，且必須為「港生」
身分註冊入學。「品學兼優獎」須要求在校
2016/17 (105)學年度平均成績達八十、操行成
績達八十或以上，按校內港生人數經由學務處
或港生事務相關行政人員推薦，經甄選通過者
出席頒獎典禮，可獲得獎狀及獎學金。
　「傑出領袖獎」申請者經學務處或港生事務
相關行政人員推薦，要求從未獲本獎之金、
銀、銅牌獎項者，經過遴選、在港面試與決
選，即可獲得獎狀及獎學金。即日起至31日，
歡迎符合資格之港生備妥資料至境輔組申請，
詳情可向承辦人境外生輔導組組員趙芳菁洽詢
或官方網站查詢。

五 月 歐 洲 講 座  
閱讀歐洲的幾種方式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 由本校圖書
館舉辦，一年一度的「TKUL五月歐洲講座X
閱讀歐洲的幾種方式」將於5月9日登場! 延續
本館歷年5月歐洲講座活動，今年以『閱讀歐
洲的幾種方式』為題，精心打造六場講座，帶
領大家穿越歐洲數百年時空至今的發展，從歐
洲市場風貌、波羅的海世界遺產、歐洲繪本的
創意變形、歐洲人工智慧樣貌、戰後法式甜點
復興以及西西里的神秘面紗等各面向，讓大家
細細體驗閱讀不同風貌的歐洲歷史遺產、蛻變
及未來趨勢。
　本活動非書資料組研究助理許琇媛表示，這
次的講座面向由美食、音樂、繪本、歷史及AI
角度切入，邀請到美食評論家和鋼琴家等講
者。講座開頭會以一本專書引介歐洲文化、再
從專書探討歐洲的不同面向，在此鼓勵本校師
生踴躍參與，詳情可洽詢圖書館或是活動報名
系統網站。

僑委會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本校13位僑生榮獲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另外，由僑
務委員會所捐助之107年度僑生獎助學金獲獎
學生名單已出爐，恭喜本校13位僑生共榮獲12
項獎助學金。其中來自馬來西亞，榮獲邢增輝
捐贈僑生獎助學金的企管二邱蕙苓表示，很榮
幸能在眾多僑生中成為少數獲獎的幸運兒，僑
委會所提供的獎助學金是自己在臺唸書很大的
經費來源，半工半讀的大學生活也不忘精進自
我，這也是一種鞭策自己考取佳績的動力。

新北市考古生活節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海事博物
館於4月28、29日參加由十三行博物館主辦之
「新北市考古生活節」，今年活動以「裝飾考
古」為主題，現場有100個以上國內外各相關
博物館及考古單位，包含本校海博館與長榮海
博館及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等皆一同參與設
攤。
　攤位上進行有獎徵答活動，答出通關密語
「我愛海事博物館」或回答「淡江海事博物館
在哪裡？」即可獲得小禮物，還有DIY手作小
遊戲「紙船造艦計畫」、「帆船彩繪計畫」，
讓參與者更認識海事教育文化。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走出博物館建
築，不僅可接觸人以及與社會大眾進行行銷海
事博物館，還可達到海事博物館『教育社會大
眾』的宗旨，是很令人開心的。」

圖書館講座 談AI與未來

海事博物館 阿忠哥「淡水日常」攝影展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為增廣本校教
職員生對AI/機器人的認識，圖書館於5月8日
將邀請未來學研究所所長紀舜傑，14時10分於
圖書館總館五樓非書資料室舉辦「大家都在談
AI」之專題講座，活動承辦人非書資料組編審
黃秀錦表示，這次講座將由社會及人文角度切
入談AI，讓大家理解AI的世界，歡迎本校師生
熱情參與此活動。

　　【記者簡妙如、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文
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與淡水漁文影像館聯
合舉辦「淡水日常」攝影作品展，即日起至5
月18日，在海事博物館二樓展示淡水漁文影像
館負責人，同時也是本校大傳系校友程許忠
（人稱阿忠哥）。
　生於淡水的阿忠哥，極其熱愛自己的家鄉，
他表示淡水除了風景美麗之外，日常生活也是

淡水的最大特色，但是卻因其日常平凡，人們
難以察覺其中的美麗，故以此作為攝影主題，
喚醒大眾對日常生活的重視，從其感受難能可
貴之處。本次展出22個主題系列以黑白攝影呈
現，程許忠紀錄了30年來所見的淡水變遷，每
系列有三張，作品均以淡水日常為題，舉凡宗
教信仰、人文活動，淡水文化、遊客觀光等，
總計66張，透過鏡頭之拍攝，傳達出淡水日常

生活細節處的美。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現在以全黑白影
像呈現的攝影展覽已較少見，這樣的表現方式
也使照片帶有特殊的情調，歡迎同學來展場感
受攝影者用鏡頭所觀察、記錄下的淡水小鎮風
情。」

外國語文學院與日本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4月月28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共同舉辦「外語教育與
在地文化」論壇。（攝影／蔡依絨）

課外活動輔導組於5月4日舉辦淡江大學106學年度五
虎崗論壇－課外學習能力評量研討會(攝影/吳冠樑)

DIY 手作小遊戲「紙船造艦計畫」、「帆船
彩繪計畫」，讓參與者更認識海事教育文化
（圖／海事博物館提供）

人資處職能福利組於 4 月 30 日，邀請到著
名學者、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李錫錕蒞
校，以「生命只有一次的 POWER」為題 ( 攝
影 / 吳冠樑 )

　除本校尚包括:臺北醫學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
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原
大學、大同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攝影/周舒安)

圖書館於 5 月 8 日將邀請未來學研究所所長
紀舜傑，14 時 10 分於圖書館總館五樓非書資
料室舉辦「大家都在談 AI」專題講座 ( 攝影 /
吳冠樑 )

「淡水日常」攝影作品展即日起至 5 月 18 日
在海事博物館二樓展示 ( 攝影 / 羅偉齊 )


